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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今日淄博

分类 C09

橙香村 105m2 3室2厅 61万
华瑞园 72m2 2室2厅 41万
金花村 132m2 3室2厅 86万
翡翠园 105m2 3室2厅 66万
黄金国际 110m2 2室2厅 79万
莲池苑 85m2 2室2厅 54万
五里桥 98m2 3室2厅 63万
世纪花园 131m2 3室2厅 90万
远景花园 151m2 3室2厅 97万
百盛花园 95m2 2室2厅 69万
城市风景 100m2 2室2厅 67万
江南豪庭 200m2 2室2厅 70万
道庄小区 88m2 3室2厅 42万
绿衫园 95m2 2室2厅 60万
银领国际 110m2 3室2厅 66万

金石晶城 96m2 4室3厅 100万
西湖苑 104m2 2室2厅 66万
樱红村 130m2 3室2厅 72万
金信家园 105m2 2室2厅 63万
中德花园 120m2 3室2厅 77万
风景世家 77m2 2室1厅 49 . 8万
都市星城 85m2 2室2厅 46 . 8万
温馨家园 75m2 2室1厅 48万
青年公寓 75m2 2室1厅 45万
福宁小区 90m2 2室2厅 53万
龙禧花园 100m2 3室2厅 55万
恒生花园 100m2 2室2厅 72万
凯瑞碧园 90m2 2室2厅 59万
通济小区 110m2 3室2厅 62万
体坛小区 119m2 3室2厅 66万

房产中介 创创邦邦地地产产 购房服务热线

2393716
雪铁龙富康 2002款 98成新自由人 1 .3万
铃木雨燕 2005款 1 .3自动豪华型 3 .6万
中华尊驰 2004款 2 .0MT 2.3万
菲亚特 2004款 1 .8万
雪佛兰乐骋 2006款 2 .9万
大众POLO 2004款 1 .4T 2 .6万
长安之星 2010年 1 .3万
雷克萨斯LS 1994款 1 .8万
别克君威 2005款 G2.5豪华版 4 .2万
五菱兴旺 2005年上牌 0 .68万
吉利远景 2009款 1 .5手动 2 .98万
大众捷达 经济时尚 2002年上牌 1万
夏利两厢 2005年上牌 0 .77万
中华骏捷FRV 2010款 1 .3手动舒适型 3 .88万

中华骏捷 2007款 1 .8MT豪华型 3 .5万
雪铁龙C2 2009年上牌 红色 4万
铃木新奥拓 2011年上牌 蓝色 3 .3万
大众宝来/宝来经典 2006款1 .6手动 4 .85万
马自达6 2004款 2 .3 豪华型 4 .88万
本田思迪 2007款 1 .3 灰色 4 .1万
比亚迪F3 2010款 新白金版 3 .6万
大众帕萨特 2005款 2 .0手动舒适版 4 .8万
起亚赛拉图欧风 2008款 1 .6GL手动 5万
奇瑞东方之子2012款 2 .0 CVT典雅版 3 .6万
奇瑞V5 2006款 2 .0L手动华贵版 4 .1万
黄海傲龙CUV 2006款超豪华型银色 3 .2万
海马海福星 2010款1 .6手动标准银色 4万
海马福美来 2007款1 .6手动豪华 3 .15万

永永顺顺车车行行
购车服务热线

15689052355

颐泽花园 4室3厅3卫 217m2 110万
袁先生 18653354495

时代名都 3室2厅1卫 135m2 85万
赵经理 15318609311

紫馨园 2室2厅1卫 117m2 52万
韩先生 13864366371

黄金国际 1室2厅1卫 68m2 55万
吴女士 18605333120

金茵小区 3室2厅1卫 125m2 85万
王女士 13853389606

恒丰花园 3室1厅1卫 110m2 27 . 5万
王先生 18953388638

颜山国际 2室2厅1卫 100m2 38万
陈先生 15726136076

车辆买卖

房产租售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分类信息广告部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分类信息广告部由于业务发展需要，现诚招业务精英：

1、销售代表25名
2、销售主管2名
待遇从优，可面议。

咨询电话：15689052355 0533-2393716 地址：张店区华光路79号银领国际商务中心。

招聘启事
娟淄博58同城
诚聘销售精英，缴纳五险一
金，工资4000-5000元，电话
18605332150。
娟济南三朝荣贸易有限公
司高薪聘销售精英+五险一
金，工资5000-8000元，电话
18615178333。
娟淄博古今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中邮收藏销售精英，工
资：3000-5000元，电话：0533-
2390986。
娟淄博掌沃软件开发有限
公司，诚聘销售精英，工资：
2000-3000元，联系电话0533-
8566777。
娟淄博申通快递
诚聘快递员，工资3000-4000

元，电话18853367199。
娟淄博货运
诚聘女司机一名，工资2000-
4000元，电话13573309777。
娟盛娜沙发
诚聘区域经理、市场推广专
员工资面议，
电话18053311877

娟中铁集团
诚聘火车司机供电信号乘
务工资4000-8000元
电话18654779909

娟淄博水务公司
急聘水处理阀门销售业务
员，工资面议。
电话13583356797。
娟锡恩房产
诚聘销售英才，薪资面议，
电话8138031

娟张店鸿灵钻石店

诚聘销售精英
工资3000元以上，
电话0533-8138031。
娟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精英
工资面议，电话13606430178。
娟迪信通手机连锁
诚聘销售精英
转正工资：2000-3000元
电话13853315526

娟淄博友诺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精英
转正工资：3000-5000元
电话18905330228

娟乐达资讯
诚聘销售经理
工资6000-8000元
电话0533-3191139

挂失声明

娟张荣斌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303195603261317，声明作
废。
娟王海瑜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303199306016612，声明作
废。
娟舒敏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321199002183924，声明作
废。
娟刘海林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302197408231515，声明作
废。
娟李龙乾丢失身份证，号码：
370303198311093517，声明作
废。
娟鲁CD968挂丢失营运证，证
号：370305700991，声明作废。
娟鲁CD68718丢失营运证，证

号：370305700990，声明作废。
娟王玉芹丢失中国人寿财产
保 险 保 单 两 份 ，流 水 号 ：
1310138334-1310138335，声明
作废。
娟王蕊丢失从业资格证，号
码：3703030030002008765，声明
作废。
娟张晓丢失中润华侨城购房
收据，号码：0016733，丢失车
位收据，号码：0035571，声明
作废。
娟石建富丢失黄金国际F区
13-3-1603号购房收据，号码：
1971684，声明作废。
娟陈建珍丢失黄金国际F区
13-3-1602号购房收据，号码：
1971683，声明作废。
娟李军丢失危险品从业资格
证，

号码：3703011060014000593，声
明作废。
娟王帆丢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证号：3703022013002379，
声明作废。
娟王勇丢失失业证，号码：
370305196703091236，声明作
废。
娟赵军丢失车号鲁C16877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保单，号码：
021337030405033500136，声明
作废。
娟淄博爱康经贸有限公司丢
失公章，声明作废。
娟李强丢失房产证，产权证
号：01-0019074，声明作废。
娟淄博盛兴苗木有限公司丢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370303310469955，声明作废。

灶分类广告 电话：0533-2393716 15689052355

地址：张店区华光路79号银领国际商务中心

上门服务 今日定稿 明日见报

噪鸿泰搬家十年品质3121456
噪临淄搬家找金福13583322372
噪钢琴搬家找小冯15553312698
噪淄博搬家佳家顺13220690185
噪利民搬家 利国利民2885790
噪永旺搬家 兴旺发达3121280
噪合顺搬家 合合顺顺8985355

搬家服务

噪千禧家政禧千家13964343222
噪周村保洁找金利13287064081
噪放心家政最放心15666533574
噪心诚家政最用心13475510677
噪冰虹家政最实惠13864420599

保洁清洗

噪月嫂就找爱贝佳
13678636867

噪母婴护理很用心
18653388696

保姆月嫂

噪高压车通管道15269393588
噪改水电暖气管道8638100
噪24小时疏通管道13864362206
噪清理化粪池大管道13964372204
噪车抽化粪池通管道13561696078
噪管道疏通改装地漏13053357955

疏通管道
噪物品回收13793332725
噪高价回收家具家电15615737076
噪上门回收空调家电13053318160
噪回收电机机电设备13295333892
噪收设备废铁铜铝钢13853333694
噪收购库存服装面料18353371887
噪设备旧物资回收大户8207108

二手回收
噪空调维修毛师傅15653321776
噪精修空调充氟回收8378008
噪空调维修安装王师傅15966992466
噪空调移机维修加氟保养8288118
噪家鑫制冷维修13964432519
噪修液晶电脑电视显示器8128001
噪桑乐太阳能特惠月18866636367

家电维修

噪秦师傅开锁换锁8622110
噪平安开锁换锁5555552
噪淄博开开开锁7777744
噪董师傅开锁最低价8233110
噪小刘开锁修锁换锁13053357955
噪李师傅开锁招收学员8300110

开锁换锁
噪百年防水专业施工8638100
噪专业防水18653636326
噪彩钢屋面防水工程18353356557
噪厂房防水屋顶防水13053357955
噪各种防水工程价低18653302231
噪楼面、彩钢房防水13581048630
噪彻底解决地漏返味13156430105

防水地漏
噪乾圣隐形纱窗，折叠纱门、
金刚网防盗，家装工程专用，
纱窗保用20年13953316636
噪电动窗帘阳光房13665337867
噪专业制作窗帘15953364861
噪碳纤维地暖13070638127
噪室内钢结构13808949768

隐形纱窗

噪临淄筱薇婚庆庆典13864383001
噪天籁庆典承接晚会13615334470
噪马术草坪婚礼策划13953382573
噪婚庆策划找圣华13053357955
噪金大江婚车租赁18653302231
噪爱琴海婚庆车队13953362186

婚庆礼仪
噪品臻装修一站装修13280600111
噪华侨装饰平价装修2340266
噪睿祺智能防盗门13864334001
噪俊良拆除砸墙13626389515
噪诚意水电暖安装13508957911
噪专业经营各种瓷砖15853346433
噪老兵拆除公司13181903327

装修建材
噪专业刮瓷刷乳胶漆13053357955
噪刮瓷乳胶漆木工13561626202
噪装修刮瓷乳胶漆15689000993
噪专业刮腻子15053373347
噪实在人刮瓷刷漆18605332150
噪家政服务专业美缝13561660237
噪出售沙子水泥15953342760

房屋维修

噪精诚税务咨询代理13053357955
噪诚信注册记账代理18605332150
噪同城公司注册财务18653302231
噪工商注册企业年检15865657000
噪工商注册增审验资13506447641
噪工商注册企业贷款13964371616

工商代理
噪信用贷款月息七厘15615539645
噪无抵押贷款小高15653383370
噪信用贷款全市最低15653344233
噪嘉银金融信用贷款13181920182
噪信用贷款13964300271
噪无抵押信用贷款18265879391
噪下款快额度高15550333566

担保贷款

噪定做真空包装袋18605332150
噪海塑包装真空袋13964351816
噪雕刻喷绘写真名片13054870761
噪广告装饰代开发票13884622255
噪专业制作发光字13581037936
噪手提袋定做 18866633258

印刷包装
噪非凡化妆培训18653342353
噪恒企会计培训领军品牌6079909
噪临淄腾飞教育18615467054
噪华艺会计培训保过2186327
噪山东星火学院入学抽奖返现金
噪摄影培训 13793336974
噪街舞拉丁爵士培训13589481851

教育培训 周易预测

噪老年公寓预防褥疮2393721
噪托老所儿女放心2393734
噪老年公寓价位合适2395662
噪底薪工薪养老实惠18653302231
噪接养不能自理老人13053357955

老年公寓

噪合法公墓玉黄陵15253319067
噪祭奠用品批发18615336251
噪定做各种柏木棺材15806431998
噪骨灰盒寄存服务13361588386
噪葬礼奏乐逝者安心18369929659

殡葬服务

噪顺安汽车租赁13325206699
噪蒙派克租车13853326726
噪汽车租赁13969300996
噪商务车出租15553333528

汽车租赁
噪中润驾校 品质保证6679708
噪通宝驾校 报考包过2220333
噪远东驾校价格低15853336666
噪金牌驾校 13355285899
噪三同驾校 13864452828
噪天地人驾校 13070603068

驾驶培训

噪专业法律咨询服务13869334349
噪免费法律咨询13508951909
噪伤亡赔偿刑事咨询15853356055
噪先服务后收费15053392591
噪婚姻房产经济纠纷13370596162
噪客户至上法律至上15269367036

法律咨询

噪淄博--苏州 15762899991
噪淄博--北京 13176555802
噪淄博--唐山 15550345333
噪淄博--济宁 13792360048
噪淄博--莱西 13581019285
噪淄博--厦门 18888311730

货运物流寻医问药

噪周易策划学院13053357955
噪周易文化起名测字18605332150
噪起名测字风水刻章18653302231
噪起名风水测字运程18010138365
噪公司起名就找嘉诚2393716
噪周易起名预测婚姻15506577703

Thinkpad二手笔记本
底价处理，Th i n k p a d

x61 , 2 0 10年购买，购买价格
12000，处理价格900元。

电话：13053357955
地址：张店区柳泉路潘庄社区

大理石装修 就找老刘
公司主要产品：将军红

石材，灰麻石材，雪花青石
材，槐花绿石材等，了解将军
各类石材装修价格

咨询电话：18010138365

淄博鼎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月冰点价，名师设计，

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经典空
间，你的舒适，我们一起铸
造!

电话：15725339303

丸九饵料直销
日本丸九鱼饵料，天下

无双。公司经销纯日本进口
优质鱼饵料，可供钓鱼用，诚
招各地代理商。

详询电话：15689052355

非凡国际化妆摄影培训学校

暑假班报名优惠中，
最低 6 8 0元，个人形象提
升，公司入职化妆，职业
化妆，影楼化妆，新娘跟
妆，全面招生中。

电话：2396389

58同城淄博推广中心
58同城作为国内分类信

息领先网站，帮助中小企业
实现网上一站式营销，欢迎
中小商家加入58同城的平台
创造辉煌。
联系电话：0533-2393050
地址：张店区华光路银领国际商务中心503室

噪湿疹荨麻疹带状孢疹2393716
噪秘方治疗青春痘13723999328
噪椎间盘突出疗效好4000533421
噪速效除皱(三天见效)13864340963
噪祖传秘方治疗早泄2393734
噪专治风湿性关节炎239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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