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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韩国印象店

位于威海路招商银行对过，
主营韩国原产正品化妆品、食品、
饰品、洗化等。该店特价推出韩国
新款降温喷雾防晒，快捷方便，喷
一喷，防晒轻松搞定 !持本报进店
购物享 9 折优惠，更有其它韩国
好礼相送。

梳格造型

位于新市区文登路望海小区
西门沿街，该店VIP充值烫染1折
(烫238元折后24元)，洗剪吹1元！活
动正在进行中!

大长今日化

位于正阳路31号太阳城西门，
主要经营婵真、faceshop、兰芝、梦

妆、skinfood、爱典、束氏、熊津等韩
国名品，玉兰油、妮维维、清妃、百
雀羚、水之秀、佰草集、新面孔、植
美村、相宜本草等国产系列。

老中医化妆品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B-
12，中草集化妆品，全国连锁品牌，
集中草养肤之美，专业解决各种皮
肤问题，祛红、美白、淡斑，粉刺、暗
疮，晒后修复。持本报到店消费可
免费享受价值1 2 8元中药护肤一
次，蚕丝面膜买一赠一。

首尔造型

位于昭阳路派出所北100米，
推出会员卡充值优惠活动，进店消
费满500元送价值280元营养一次。
该店店长曾在广东唯美造型发型

总监研修班深造，曾担任东莞卡门
国造型技术顾问。

瑞倪维儿

瑞倪维儿彩妆保健精品美容
化妆品专门经营保健食品和化妆
品，粉底液、眼影、唇膏、睫毛膏等，
帮你改变平淡妆容，点亮全新生
活。现举行优惠酬宾活动，即日起，
全场买一送一。

伊帕尔汗

该店专营纯天然薰衣草精油，
对于青春痘、痘印痘疤等肌肤问题
具有魔法功效。店内纯天然薰衣草
精油3折起售，购买纯天然复方精
和护肤品均有好礼相赠。即日起，
持本报可抵50元现金，每款产品仅
限使用1张。

止脱生发

位于海曲西路银座东辰
广场对面，医圣堂全国连锁专
业治疗脂溢性脱发，斑秃，全
秃，产后脱发，久治不愈脱发，
白发转黑，眼眉稀少，头屑头
痒，头油。7天止脱，15天生新
发，30天白发开始转黑。只要
毛囊没坏死没闭合均可再生
新发。免费试用，见效付款。

兰桂坊SPA馆

位于济南路与文登路交
界处北300米 ,主营项目有美
容、SPA、奢侈品代购等。会所
装修奢华温馨,充满浓郁的欧
美古典风情,拥有精挑细选的
世界一流美容品牌,以及先进
的美容仪器,一流的美容团队,

专业的服务态度,精心为城市
上品阶层提供现代、科技、贴
心的保姆式私家美容理疗服
务。

大自然弹性推拿

位于泰安路舒斯贝尔花
园西100米，采用日照唯一弹
性推拿疗法，不针灸、不拔罐
的西医推拿。针对颈椎病、腰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膝关节
退行性病变等慢性疾病彻底
根治，疗效显著。推拿5次送1

次。欢迎来访，祝您身体健康！

花妃美容冰点脱毛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
店对过，该店以脱毛为主，主
打冰点无痛脱毛，现巨资引进
半导体激光无痛脱毛机，是目
前顶尖的科技脱毛设备，安
全、快速、无痛，永久祛除全身
各种深浅粗细毛发。成功脱毛
14年，专一更专业。现推出优
惠活动，唇部脱毛6折。

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妇幼保健院
北20米，巨资引进先进仪器。
推出经典项目：冰电波拉皮机
祛除皱纹、拉紧皮肤、瘦脸；激
光色素治疗仪当场提取雀斑5

元一个、老年斑、黄褐斑；祛
痘、祛除疤痕。(特价韩式雕眉
118元，无痛洗眉98元)

兰大夫问题皮肤修复

位于正阳路81号同仁堂
对面，专业针对青春痘、痤疮、
痘印、痘坑、过敏脸、激素脸、
红血丝、各种斑、毛孔粗大等
皮肤问题，三位一体治疗，诚
信保证，签约修复，拍照为证，
无效退款。凭本报进店，可免
费治疗一次。

老王牙科诊所

位于泰安路市医院北门
对过，老王牙科分店开业之
际，特推出春节优惠活动。每

天前3名洗牙患者一律免费；
每天前三名镶牙患者，镶三颗
送一颗；种植牙预约可享八折
优惠。

东港文慧牙科

位于济南路与威海路交
会处东200米路北 ,原雅美口
腔,是日照市卫生部门经过严
格审批的一家专业口腔医疗
机构,设备先进,技术精湛,环境
温馨。主要治疗项目有牙髓治
疗、无痛拔牙、种植牙,牙齿修
复,牙齿美白,各种牙齿不齐的
矫治等。

福平牙科

位于望海路舒斯贝尔商
业街东港区医院西2 0 0米路
南，治疗项目包括各种疑难
牙病，牙齿不齐正畸，义齿种
植修复等。该店拥有一只技
术力量雄厚，临床经验丰富
的牙医队伍。他们大都有过
在全国著名的口腔专科医院
工作学习的经历，累积了非
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
识。他们采用最大程度的无
痛治疗，尽量降低您在治疗
过程中的不适。

康复推拿

位于海曲中路友谊医院
南50米，可进行针灸、艾灸、推
拿、偏瘫、康复、复位、拔罐等，
主治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肩周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
关节炎、腿就扭伤等，效果显
著。

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
电城东66米，是一家专业从事
推拿的老店，主治颈椎、腰椎
疼痛、椎间盘突出症、肩、膝、
踝关节综合症、扭伤引起的肌
肉酸痛等，腰椎、颈椎突出，一
次即可见效果。

康而福保健苑

位于泰安路中级人民法
院对面，以培训专业刮痧师和
保健为主，学员随到随学，结
业后颁发劳动部统一的中级
保健刮痧师证书，中心有多种
病例可供学习，感冒、失眠、关
节病、各种疼痛病、妇科病等。

天润名媛美容养生

位于五莲路城市花园南
区北门东侧,是全国连锁美容
养生机构,十二年以来一直致
力于美容与养生的研究与探
索,结合肌肤检测+保养服务+

产品提供的一站式服务不断
提升美丽水准,秉承顺应自然,

通、调、排、养的一贯理念 ,为
每一位贵宾制定专属的全方
位肌肤保养与养生解决方案。
持本报进店有惊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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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新生代城市SUV创酷近期正式上市并公布售价，迈出中国之旅
第一步，但就小型SUV界而言，这可谓名副其实的一大步。

真正享有互联科技
此前的小型SUV一般只有硬件而缺乏软件的支持，或只有软件而缺乏硬

件的承载，但创酷搭载MyLink互联系统，配合7英寸高清触摸大屏，让小型SUV

兼具软、硬件，真正畅享互联科技。
真正拥有超大空间
由于车型定位原因，空间成为诸多小型SUV的短板，但凭借最大化的

内部空间设计、多样的座椅放置方式，创酷真正让小型SUV的空间大且灵
活起来。

真正富有驾驶乐趣
而创酷高效1 . 4T发动机搭配6速手自变速箱、精准稳健的悬挂调教及

AWD智能四驱系统，让其成为一款小型SUV界真正拥有富有驾驶乐趣的
车型。

真正享有互联科技、真正拥有超大空间、真正富有驾驶乐趣，创酷上市
迈出中国之旅第一步，更迈出小型SUV界的一大步，日照鸿发雪佛兰现车
已到店，欢迎莅临店面鉴赏。

鉴赏热线：0633-3987977 3987988

创创酷酷迈迈出出第第一一步步，，更更迈迈出出小小型型SSUUVV界界一一大大步步

为方便广客户的需求，近几年自
助设备数量的急剧增加，针对自助设
备犯罪也时有发生，自助设备的安全
管理，成为了头等大事。农行日照分行
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发挥监控“千里眼”
职能，保障自助设备和人民财产安全。

一是加强自助区110布撤防管理。
监控中心对接收到的自助区110撤防信
息，值班员通过视频进行核实，确认进
入人员身份，自助设备管理员加钞结
束对110布防后，通过客服区的IP对讲
(电话)与监控中心联系，监控中心通过

110接警平台确认110报警主机设防成
功后，加钞人员方可离开，确保加钞间
无人时处于设防状态。110报警主机实
现市行监控中心与公安机关双重管
理，双重保障。

二是发挥监控中心实时监控作
用。夜间每自助区选取1-2个最佳观察
通道编制预览分组，实时进行关注，并
将电视墙屏幕进行管理分配，每名值
班员负责不同屏幕，每隔一小时对所
负责的自助区内的所有通道手动巡视
一遍，确保自助设备无其它异常，将责

任落实到人。通过责任落实，2013年12月
14日22时28分监控中心发现一起破坏
查询机的案件，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及
时锁定画面果断的报警，公安机关及
时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控制。

三是加强检查考核，制定《中国农
业银行日照分行监控中心考核办法》，
依考核促进值班员履职，增强责任心。
每日通过现场抽查和录像回放方式，
对监控中心值班员履职情况进行检
查，检查结果每周通报一次。

(韩帮政 许猛)

农行日照分行

充充分分发发挥挥““千千里里眼眼””职职能能保保障障安安全全无无事事故故

阳光琴行

位于望海路舒斯贝尔商业街
东段，是日照市一所正规青少年艺
术特长培训基地，是上海音乐学院
指定的日照地区唯一艺术考级单
位，开设钢琴、吉他、小提琴、电子
琴、架子鼓等培训课程，师资力量
雄厚，并定期举办各类音乐讲座，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型演出，真正
让学生有一个展现自我、交流提高
的平台。

习乐琴行

位于天津路第六中学东50米，
从事艺术类培训、乐器销售、节目编
排、音乐制作及录制、活动策划、明
星经纪、商业演出等活动。常年开
设：声乐、舞蹈、钢琴、吉他、架子鼓、
小提琴、萨克斯、二胡等。另开设中
高考艺术特长班、成人速成班。

晨旭教育

位于威海路与五莲路交会处东
50米，感统训练城堡是专为2-12岁
孩子提升感觉统合能力而开发的专
业训练项目。晨旭感觉统合训练课
时费优惠中，新会员享受9折优惠，
老会员享受8折优惠。

云帆硬笔书艺

位于石臼黄海一路东兴商贸
城B3-2，习书生，提素质，美人生，
稳个性，增竞争。创云帆，为招生，
十二年，倾全情，一对一，言传行，
手把手，为全能，言传教，润细声。
师先范，影响生，行为果，改变生。
授书法，更心静，弃潦草，字重生，
重认真，作业静。习创作，比赛通，
获奖证，美学重。卷面分，扣为零，
乱字烦，终变轻。商贸城，候友行，

字变面，速报名。

孙悟空作文兵法

位于老城区凌云西的向阳
路56号，由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关
门弟子孙宜卿老师经过12年教学
实践潜心研究而成，共分六卷，
包含了写事、写人、写景、写动
作、对话、心理等36部分详细实用
的作文兵法，适合小学到初中各
个年级的学生学习。凡订阅2014

年齐鲁晚报的小读者凭订报收
据报名全年作文班有优惠。

古月乒乓球培训馆

位于济南路伴月公寓沿街，常
年招收、培训乒乓球学员，设少儿
班、学生班、成人班，高考加分班
(馆内设有高级发球机)，销售各种
品牌乒乓球器材、底板、套胶。

爱乐琴行

爱乐琴行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
电大北门对过，是乐器销售和乐器
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琴行，是经教
育局批准的艺术培训基地。长年开
设：吉他考级班，钢琴班，二胡考级
演奏班，笛子班，古筝班等。专业的
师资队伍，完善的教学环境。另开设
编导、播音专业面试才艺展示。

亿婴天使早教

位于泰安路15号市医院对面，
提倡让宝宝多动手、多体验，在各
种益智、团队游戏中学会探索和独
立，更主动地认识周围的事物，形
成健康的价值观和良好的学习方
法。通过感官刺激、赏识鼓励、赞美
表扬和相互尊重来发现并发展宝
宝的综合潜能；让您的宝宝从小就
拥有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

童画·润德少儿美术教育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斜对
面，营造富有艺术特色的环境，让
环境传递艺术信息是童画人的追
求。课程安排：儿童画、陶艺、书法、
素描、动漫、版画，课程套餐有：绘
画+书法、绘画+陶艺、书法+陶艺。

小桔灯作文培训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200

米，常年开设看图作文、小桔灯趣
味日记、小桔灯快速阶梯作文、初
中作文、阅读理解、小升初文化课
辅导、中小学文化课辅导。

ABC英语学校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往
南20米，是一家专业英语培训学
校，开设音标班、语法班、外教班、
小升初衔接班、初中同步班。该校
坚持把最精良的师资队伍、最宜
人的教学环境奉献给您和您的孩
子。

国锋练字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小
儿郎助学园二楼，是中国硬笔书法
协会会员单位，国家专利练字法，

“依法不依字”，轻松掌握100个字
根的书写技巧和8种定律的运用，
包教包会,无效退款。

佳一数学

该校在日照有3个校区，分别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小二郎
学堂、威海路新营中学北300米小
星星英语学校、北京路荣安大厦佳
一数学，曾获“2012年中国十大教
育辅导机构”。从幼小衔接到初三，
学佳一数学，提高数学分数。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登各种
优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商品，愿意为日
照的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
辛周伦18663392811
王在辉18663054680

《逛街》QQ群：321168665
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方微博
微信：点击“朋友们”→“添加朋友”→“搜号

码”，输入qlwbjrrz搜索即可，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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