
美容 ＞＞

◇思妍丽非会员首次超值卡

体验优惠尊享99元专业护

理。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银座商场三楼东区。电

话：86065388

◇珂爱迩专业减肥只需15

元，即可体验原价1074元超

值减肥套餐，详情致店内。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二

七 加 油 站 对 面 。电 话 ：

80992249

◇贵美SPA美容会所女士雕

眉、润红唇、眼线5折，男士

雕眉6折酬宾。地点：中润世

纪广场6号楼2-701。电话：

81666898

◇美手美脚时尚生活馆美白

滋润护理产品、美国光疗甲

油包次3折优惠。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佛山街51号。

电话：86028321

家电 ＞＞

◇昂达一体机GPS+固定测

速+流动测速VP60KIT 588

元。时间：周六、周日。地点：

济 南 科 技 市 场 二 期 商 城

5029室。电话：18753148239

◇蓝魔音乐汇平板电脑W10

支持3G震撼价999元。时

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济

南市山大路178号银座数码

广 场 1 5 0 5 室 。 电 话 ：

13335153136

◇无线智能防盗报警影音一

体机电子看家狗，现超低价

优惠。时间：活动进行中。电

话：823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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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氏女子养发育发馆每周

预约前三位顾客可免费体验

生发、治白发或头发保养，

本周末更有优惠折上折活

动。地点：甸柳小学北200

米。电话：88940300

◇富发99生发养发中心所有

防脱发、去油脂、去头屑产

品免费体验7次。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济洛路

116号。电话：13869164450

◇梦斯美发中心2011最具潮

流区域烫发、蛋卷发、哈蜜

烫凭此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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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饰 ＞＞

◇真意缅甸翠玉行各种缅甸

翡翠、玉石、字画全场五折。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济

南齐鲁七贤文化城北区2排

7号。电话：13075314682

其他 ＞＞

◇活性纳米功能水杯团购活

动正在进行中，原售价680

元，现价仅售238元。地点：

济南天桥区铜元局前街11-

2号，远通宾馆三楼301室。

电话：86076598

◇弗雷国际专业汽车贴膜贴

前挡赠送四门加后挡，共30

个名额，赠完为止！电话：

13305316435

◇爱情故事婚纱凭此信息租

婚纱买婚纱八八折，租婚纱

免费穿晚礼。地点：泺口服

装城床上用品2楼01号。电

话：85712223

◇蓝天航空春季特价机票2

折起订，济南至广州480元，

济南至厦门400元，济南至

三亚团体优惠进行中。时

间 ：活 动 进 行 中 。电 话 ：

66988813

◇银座洗衣全部8折优惠。

时间：截至12月31日。地点：

玉函立交区东面。电话：

85921276

◇谷志文化运动用品超市王

子网球原价50元现价25元；

益而高胶棒原价2 . 2元现价

1 . 3；李宁羽毛球原价78元

现价49元。时间：截至7月31

日。地点：趵突泉北路6号(五

龙潭东门北行30米路东)。电

话：86095199、86095799

家具 ＞＞

◇普吉尼整体衣柜、移门最

低4. 5折起。时间：截至8月19

日。地点：红星美凯龙四楼中

厅。电话：55530288

家装 ＞＞

◇富尔凯室内防盗窗原价

399元/平方米推拉窗专用室

内伸缩防盗窗，惊喜价299元

/平方米，隐形安全防护(盗)

网惊喜价低至78元/平方米，

凭信息享受此价格。时间：截

至8月9日。地点：大明家居广

场白鹤店1层南区A61。电话：

67723450

◇安泰安智能隐形防护(盗)

网月底销活动再掀降价风

暴，原价120元/平方，现打

6 . 6折，即：79元/平方。时间：

截至7月31日。地点：济南市

历下区花园路东段11路终点

站即到。电话：132564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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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恋花窗帘布艺最新款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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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地板劲爆特价12mm

强化地板78元/m2起；多层实

木地板129元/m2起；更有好

礼赠送！时间：截至7月31日。

地点：居然之家北园店、东亚

家 居 建 材 馆 。电 话 ：

58661369、85800307

◇美天健精品家纺家纺家居

类夏季产品成本价销售。时

间：截至8月31日。地点：山大

南路48号舜怡佳园小区。电

话：138691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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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 ＞＞
◇济南美莱整形美容医院脱

毛特惠，脱二送一，详情致电

内。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文 化 东 路 7 6 号 。电 话 ：

6659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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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克森美容公司整形部手

术项目凭学生证、教师证7折

起。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朝山街49号。电话：86021508

◇真积力久养生保健中医推

拿8折，做推拿送刮痧、拔罐、

砭石调整、艾灸四选一。时

间：截至7月31日。地点：玉函

南区他山花园北门。电话：

82055577

◇晓冬纹绣无痛润红唇、动

感雕眉、漂眉、眼线、唇线8.5

折优惠，光量子取斑、嫩肤、

脱毛、激光洗眉8折优惠，双

眼皮、切眉、切眼袋、面部除

皱8折优惠。时间：截至8月31

日。地点：济南市朝山街32

号。电话：13969130649、

82070283

◇肖老师纹绣工作室无痛激

光洗眉原价380元特价100

元。一次付费，洗干净为止，

可先免费试洗。时间：截至7

月31日。地点：济南市经四纬

二路口北30米路西医疗器械

公司318室。电话：68867068

瘦身 ＞＞
◇欧蔓纤丝国际减肥机构魔

力塑形特效瘦身卡，原价

2280元，现价580元（仅限新

会员）。地点：银座晶都国际2

座-806室。电话：88957555

QQ：458842700

◇胖胖瘦乐园专业减肥一周

减5-8斤，百元试减50名优惠

打折中。地点：高新店、花园

店。电话：15020005310

88041716

◇立可瘦经络减肥中心夏季

减肥疗程卡买一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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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减肥总院优惠活动正

在进行，详情致店内。地点：

圣凯摩登城633室。电话：

86150686 86907056

◇妙美急速减肥养生堂每月

前20名6折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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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 ＞＞
◇银座健身暑期减肥夏令

营、游泳班、暑期学生卡优惠

进行中。地点：索菲特店、花

园路店、槐荫店、天桥店、东

环店。电话：86150000

88010000

◇银座保龄球馆购球局一小

时赠送：银座歌唱家欢唱券

一小时，保龄球贵宾券50元，

银座网代金券50元。时间：截

至7月31日。地点：索菲特大

饭店东裙楼地下一层。电话：

86065545

◇济南金龙跆拳道俱乐部即

日起报名暑假班即送跆拳道

服，3人以上报名另享受8折

优惠。时间：截至8月8日。地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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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洋健身俱乐部会员卡

1399元，买一送一。时间：截

至7月31日。地点：英雄山店。

电话：82052345

◇羽泉羽毛球馆现办卡买

300送100，买500送300，多买

多送，每月针对新会员办卡

及老会员充值都有一次抽奖

活动，奖品丰厚。时间：截至8

月30日。地点：花园路东首17

号16—8。电话：86359756

◇张瑾羽毛球健身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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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少儿培训优

惠进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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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暑期报名优惠中：报名赠

全套服装、器械，凭此信息优

惠100元。地点：泉城广场馆；

工人新村馆；玉函馆；经七路

馆；高新区馆；名士豪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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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 6 6 号跳伞塔。电话：

68606885

◇山东大厦游泳馆持30次、

60次游泳卡消费其他康乐

项目9折优惠，100次以上游

泳卡消费其他康乐项目8折

优惠。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山东大厦三楼康体中

心。电话：82958888转5301。

◇五洋健身俱乐部游泳次

卡15元/次，暑期少儿游泳、

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等

各类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更

多优惠欢迎到店咨询。时

间：截至8月31日。地点：历下

馆。电话：86995966

随着夏季的到来，人

的变美愿望更加迫切，不

论是拥有时尚的发型、水

润透亮的肌肤、还是精致

的妆容、苗条的身姿，都可

以让你离美丽越来越近。

在这个美丽的夏季，让我

们在美容院的保湿护理中

改善干燥的皮肤，在美发

师的打理下拥有新的形

象，在减肥师、健身教练的

专业指导下减出“S”型的

美丽曲线！

如果您是美容健身类

别的商家，并为爱美的朋

友提供了一些实际的优

惠，我们将在此版面为您

优先免费发布您的优惠

信息，尤其是一些新鲜

的美丽方式，以使更多

的爱美一族能从这里得

到想要的美丽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